
询价函 

现拟以询价采购方式采购 东风小学改善提升工程（机器人室） （采购内容)，

欢迎贵方就以下采购内容进行报价。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采购需求 

1.报价要求 

本次询价采购最高限价 20 万元人民币，超过报价算无效处理。 

2.货物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参数 数量 单位 

1 
机 器 人

套装 
鲸鱼 9101-JS 

1.控制器： 32 位 Cortex-M3 处理器，时钟频率

72MHz，512KB flash，64K RAM；3MB 外部程序存储空

间加 1M 外部文件存储空间，可存储 50 条以上程序。

128*64LCD 背光，支持中文、英文显示。4 个按键，一

个开机及运行程序合用键，一个返回键，两个左右选择

键；提供 20 路各类输入输出接口，其中 12 路数字/模

拟接口（AI、DO）；提供 4 路闭环电机控制接口，单路

最大电流 1.5A；4 路 485 伺服电机串行接口，最大电流

6A；USB 口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为 U 盘下载模式；另

一种为在线调试模式，可采用断点调试方式，方便程序

调试；可通过手机 APP 连接。可在文件界面选择不同的

程序并运行；支持中文、英文；电池电压显示，声音播

放；可测试单个电机及全部电机正反转，可反馈闭环速

度值；可测试 12 路模拟端口传感器值，或控制 12 路数

字端口状态；可设置 EEPROM 中的参数；并控制声音开

关、背光的开关。系统工作电压 6.5~10V。 

2.结构件：集成式底盘，方便快速组装成车体。支持履

带、轮式、六足三种运动方式。结构件设计比例基于标

准的 10 毫米积木，拼插式搭建方式，无螺丝搭建设

计。组件数量不少于 350 个，组件种类不少于 39 种。

主要构件梁、销、轴类构件单点固定牢固，可承担扭转

力矩大于 1N.m。各种类型结构部件还以颜色区分。 

30 套 



3.传动件：8 种齿轮 11 个，包含：8 直齿齿轮 2 个、16

直齿齿轮 2 个、24 直齿齿轮 2 个，20 齿半高锥齿轮 1

个、12 半高锥齿 1 个，12 锥直齿 1 个, 蜗杆 1 个、齿条

1 个等。 

4.传感器：地面灰度传感器（工作电压 5V，自发射调制

光线，抗环境光干扰）5 个；  

5.执行器：闭环电机 3 套：工作电压 6V-10V，空载转速

420±10 rpm，旋转扭矩 0.05N*M，堵转扭矩

0.25N*M。彩色 LED（工作电压 5V，通过修改 RGB 参

数，可使得 LED 灯发出不同颜色的光）1 个 

6.能源：专用锂电池：7.4V 1500MAH，最大放电电流为

6.5A，自带保护电路；适配器：8.4V 1A，接在电源口上

可以直接给控制器供电。 

7.软件系统： AI Module 软件，支持流程图编程、标准

C 语言编程、Python 编程、Scrach 编程、动作编辑器五

种编程方式。流程图模块包含所有端口功能，支持子程

序功能等可视化编程。含有动作、传感器（侦测）、控

制、程序、数据、高级、巡线 7 大功能模块；基于全新

QT 平台开发，可适用于 Windows、Mac 等操作系统，

同时可以多线程编程。流程图可自动生成 C 语言，C 语

言支持指针、数组、结构体等复杂应用。库函数全开

放。 

Scrach 编程，基于 Scrach3.0 进行开发，继承了

Scratch3.0 强大的功能和体验，让编程就像搭积木一样

简单，只要识字便能开始学习编程，让孩子循序渐进地

掌握编程技能。 

Python 是一款被广泛应用于 AI、数据分析等前沿领域的

编程语言，已取代 VB 成为信息技术教育和等级考试的

新标准。在 AI Module 软件种，孩子可以直接使用

Python 语言编写程序，也可以将编写好的流程图或者

Scrach 编程程序一键切换为 Python 代码，进阶学习专

业编程。 

2 
机 器 人

场地 
鲸鱼 EA-P1-20 

1：该套装包含 2020 年活动场地任务模型零件（不少于

400 个），可搭建模型：运动员、升旗装置、火炬手、

五环展示、文艺汇演、和平鸽、主火炬；固定场地任务

模型专用魔术贴； 

2：包含 2020 年活动专用场地纸 1 张（尺寸 1.2 米*2.2

米）； 

3：包含可移动拼装巡线台一套（两个斜坡：第一个斜

坡最高处距离地面 5cm，第二个斜坡最高处距离地面

13cm；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高 5cm，第二给平台高

13cm）、巡线台拼装指导手册 

1 套 



3 

优 创 未

来 活 动

器材包 -

小学版 

优必选 ERUD101 

1.套件包含：控制器 1 个，主控制器内置蓝牙音箱，集

成 TTS 与 NLP 技术，不需要连接额外传感器；舵机.4

个；减速电机 2 个；红外传感器 4 个；减速电机 2

个；触碰传感器 1 个；温湿度传感器 1 个；亮度传感

器 1 个；LED 灯光模组 2 个；线材 W2-GRY.8 条；线

材 W3-BLK.4 条；线材 W5-BLK.1 条；Type-C USB 1

条；塑胶件≥1800 个；电源适配器 1 个；线材 W1-

BLU.10 条。 

2.技术参数：控制器参数：处理器：ESP32；工作电压/

电流：5V/2A；内存：4M；Flash：16M；蓝牙：双模

Bluetooth3.0/4.0 BLE+EDR；WIFI：802.b/g/h；麦克

风：两麦数字 MIC；扬声器：4 欧姆/2W；电池：聚合

物锂电池，容量不低于 1200mAh； 

舵机参数：型号：UBT04HB，最大输出扭矩：约

3.5KG•CM 

技术参数：重量：25±0.2g、输入电压：6.4V~9.6V、输

出扭矩（kg•cm）：3.5KG•CM、转速(S/60°)：0.17 

S/60° 、精度：空载精度 1 度，带载精度 3 度、角度范

围：0~240°、工作电压范围：6.4V～9.6V（典型值

7.4V）、工作温度：-5℃～ +45℃、工作指令：数字格

式、协议：半双工串口、减速电机参数满足工作电压：

7.4V DC （5.5V~8.4V DC）、最大扭矩为 2.2kg.cm、空

载速度：140±10% RPM、旋转方向：CW(>0)顺时针转、

电子控制精度：±1.5 RPM、机械极限角度 ：360° 、接

口：3pin 插座、工作温度：-10℃~+50℃、外观尺寸：

78mm*30mm*36mm、电源适配器参数如下：、输入电

压：100-240V AC 50/60Hz、输出电压：5V、输出电

流：2A，具有过流保护特性，防止过充爆炸。红外传感

器参数满足：工作电压：6.8~9.6V；红外波长：

940nm；红外测距：2cm~15cm；接口：3pin 插座；工

作温度：大于 15℃小于 45℃；外观尺寸：大约 

30mm*30mm*12mm；  

触碰传感器参数满足：工作电压：6.8~9.6V；按键压

力：≥160g；接口：3pin 插座；工作温度 ：-

15℃~45℃；外观尺寸：约 30mm*30mm*12mm；温湿

度传感器参数满足：工作电压：6.8~9.6V；工作电流：

10mA；通讯接口：3pin 插座；温度范围：-5℃~45℃；

湿度范围：0%RH---100%RH；外观尺寸：大约

35.8mm*30mm*12mm。亮度传感器参数满足：工作电

压：6.8~9.6V；工作电流：10mA；通讯接口：3pin 插

座；可测光范围：0lux~4000lux；外观尺寸：

35.8mm*30mm*12mm； 

LED 灯参数满足：工作电压：6.8~9.6V；LED 数量：8

组；LED 颜色：RGB 颜色；通信协议：半双工串口通

8 套 



信；接口：3pin 插座；工作温度：-10℃~50℃；颜色：

灰蓝色；重量：8.8±0.1g；外观尺寸：大约

φ30mm*18mm； 

其他说明：结构零件材质为 ABS.ABS+PC 塑胶。主要以

浅灰.深灰.绿.黄.黑.蓝.银白等构成。 

结构零件均采用扣槽连接.销连接的方式。 

通过配套的连接线可使伺服舵机和控制器连接在一起，

通过积木零件进行创意搭建设计，结合 APP 3D 动态图

纸和图形化编程功能可以模拟实现日常智能机械装置.仿

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创意作品。套装具有富有启发性

的完备教学资源。 

含竞赛教程，要求内容完整，包含编程工具使用介绍.案

例指导.可配合软件模型图纸，快速学习可视化图形编程

功能。 

6.配套有该产品课程和编程软件，包含图形化编程软

件，同时体系化教学资料包括课件、学生手册以及教师

用书。 

7.可参加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能赛项。 

4 

优 创 未

来 活 动

场地包 -

小学版 

优必选 EREL702 

1.套件包含控制板 1 个；舵机.2 个；红外传感器 2 个；

触碰传感器 1 个；LED 灯光模组 1 个；塑胶件≥1200

个；锂电池包 1 个；电源适配器 1 个。 

2.技术参数： 

控制板满足：主控芯片：ATMEGA2560，内建 5V 蜂鸣

器，可编程 RGB.LED 灯，MPU6050 陀螺仪，开机/复位

按键，过流.过载.短路等多重保护电路设计，标准结构

零件组装接口 

电池：聚合物锂电池，容量≥1800mAh； 

舵机满足：型号：UBT04HB，最大输出扭矩：约 3.5KG•

CM 

技术参数：重量：25±0.2g、输入电压：6.4V~9.6V、输

出扭矩（kg•cm）：约 3.5KG•CM 转速(S/60°)：0.17 

S/60° 、精度：空载精度 1 度，带载精度 3 度、角度范

围：0~240°、工作电压范围：6.4V～9.6V（典型值

7.4V）、工作温度：-5℃～ +45℃、工作指令：数字格

式、协议：半双工串口电源适配器满足：输入电压：

100-240V AC 50/60Hz、输出电压：9.6V、输出电流：

1A，具有过流保护特性，防止过充爆炸。 

红外传感器满足：工作电压：6.8~9.6V；红外波长：

940nm；红外测距：2cm~15cm；接口：3pin 插座；工

作温度：-15℃~45℃；外观尺寸：约 

30mm*30mm*12mm； 触碰传感器满足：工作电压：

6.8~9.6V；按键压力：≥160g；接口：3pin 插座；工作

温度 ：-15℃~45℃；外观尺寸：约

30mm*30mm*12mm；LED 灯满足：工作电压：

1 套 



6.8~9.6V；LED 数量：8 组；LED 颜色：RGB 颜色；通

信协议：半双工串口通信；接口：3pin 插座；工作温

度：-10℃~50℃；颜色：灰蓝色；重量：8.8±0.1g；外

观尺寸：大约φ30mm*18mm； 

3.其他要求： 

结构零件材质为 ABS.ABS+PC 塑胶。主要以浅灰.深灰.

绿.黄.黑.蓝.银白等构成。 

结构零件均采用扣槽连接.销连接的方式。 

4.通过配套的连接线可使伺服舵机和控制器连接在一

起，通过积木零件进行创意搭建设计，结合 APP 3D 动

态图纸和图形化编程功能可以模拟实现日常智能机械装

置.仿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创意作品。套装具有富有

启发性的完备教学资源。 

5.含竞赛教程，要求内容完整，包含编程工具使用介绍.

案例指导.可配合软件模型图纸，快速学习可视化图形编

程功能。 

6.可参加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工智能赛项 

5 

优 创 未

来 活 动

地图包 -

小学版 

优必选 ERMD101 

机器人器材配套地图，可参加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人

工智能赛项 

2.规格参数：2500*1500mm,地板膜过哑胶,四色印刷，

高精度喷绘。 

1 套 

6 手绘板 画时 HS-HHB-2   

产品尺寸（长*宽*厚）：250.99 x 177.92 x 10 mm (连底

垫 11mm) 

电磁笔类型：无源无线电磁压感笔 

压感级别：2048 级压感 

读取速率/报点率：200 点/秒 

EMR 分辨率：0.01 毫米 （2540 ppi） 

书写感应高度：1.0 厘米 

供电形式：USB  

绘画区域：210×148 毫米 （A5 尺寸） 

LED 状态灯：有 

笔是否需要充电：否 

系统要求：电脑 USB 接口支持 2.0 以上 

连接：USB 数据连接 

15 套 

7 边柜 智峰 

600mm*宽

600mm*高

800mm 

木质，长 600mm*宽 600mm*高 800mm，双层带单开

门，背后留直径 10CM 左右出线孔 
2 个 

8 
机器人

操作台 
智峰 

1200mm*宽

800*高

740mm 

钢木结构，长 1200mm*宽 800*高 740mm，桌面：白色

免漆板 
4 张 

9 学生凳 智峰 定制 凳腿为白色 16 张 

10 
不锈钢

踢脚线 
国产优质 定制 

1、材质说明：拉丝不锈钢踢脚线 

2、材质尺寸：高度 80mm 

3、施工说明：1.9mm 奥松板打底，2.拉丝不锈钢贴面 

22 米 



11 吊顶 国产优质 定制 

黑色格栅吊顶 

1、规格 10*35 

2、厚度 0.4mm 

50 平方米 

12 
健康照

明 
捷能通 

NT-JSD-

1504-036B 

功率：36W；            

尺寸：595*595*19MM 

额定电压:AC220V 

频率:50/60Hz 

功率因数:>0.95 

★显示指数:>90(R9>50) 

照度 2m:800Lux 

★色温:4700K-5100K 

波动深度:<5% 

6 盏 

 

3.质保要求 

质保期限均为自货物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满 1 年。  

4.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完成所需货物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

等相关伴随服务，并满足招标人对总体进度的要求。 

5.售后服务要求 

保修期内，在接到采购单位报修电话后，供应商应在 12 小时内上门服务。 

二． 供应商资格 

(一)合格供应商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 

5.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二)供应商需提供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或其授权书; 

2.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4.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三)报价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报价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18 日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方式：13776607707 

三．报价及报价函要求 

1.本次询价只允许有一个方案，一个报价，多方案、多报价的将不被接受; 

2.投标人的报价为一次性报价，即在询价有效期内价格固定不变，其报价均包括

产品运输、安装、调试、税费等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 

3.报价函要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如为授权代表签字，请附法定

代表人授权书。 

4.报价连同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一起密封后在报价截止时间前交至询价人。 

采购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日    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